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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3、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宁易购 股票代码 00202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巍 刘结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 号 

传真 025-83213880 

电话 025-84418888-888122/888480 

电子信箱 stock@sun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制定了聚焦核心业务、围绕核心竞争力、提升经营效率的工作主线，进一步明确了

家电3C业务是公司现阶段的核心业务，并以巩固在家电行业的地位与提升价值作为目标。 

首先，公司围绕用户在家电换新需求和成套化家电购买趋势，加强店面渠道对于中高端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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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和体验的建设，加强店面与家装、物业等异业合作的前端获客能力的建设，加强与品牌厂家对

于新型家电产品的联合推广体系的建设，使得公司在此部分用户需求满足与品牌商价值提升方面，形

成行业内较强的品牌心智和渠道合作优势，也与传统电商以基础型商品、高性价比商品、单品爆款经

营所形成的特点产生了差异化区隔。 

其次，线上电商业务方面，公司继续开展苏宁易购主站、天猫旗舰店双平台运营，结合各自多年

经营积累的用户沉淀，聚焦忠诚用户经营、深耕存量用户价值，进一步凸显在家电3C、小家电等方面

的自营供应链、自营服务的优势，提升毛利水平、降低获客成本，发掘用户经营边际效率，转变烧钱

补贴的粗犷发展方式，猫宁平台在四季度开始实现获利，易购主站也大幅减少亏损、有望2022年实现

盈利。在良性的发展轨道上，公司也正积极规划推进具有独特专业能力的业务，实现规模提升。 

第三，公司结合线上线下经营所形成的家电领域的规模优势，将多年积累的供应链能力，零售运

营能力、物流服务能力，在下沉市场巨大的增长市场中，通过公司近5年来不断的摸索、逐步优化的

零售云业务平台，继续保持快速发展。苏宁易购零售云全年新开2,678家店面，总量达到9,178家。在

四季度逐步解决采购资金的情况下，单季度在各业务线中率先实现GMV规模同比增长。从全行业下

沉渠道发展来看，苏宁易购零售云在网络数量、销售规模，经营质量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同时，公司顺势延伸零售云的平台和经验，在政府和企业的电商化采购领域，推进易采云业务发

展，充分发挥苏宁易购自营采购、自营物流和本地化服务优势，在资金充分保障的前提下，规模持续

增长，保持合理的利润水平；在社群电商、直播电商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公司推进社交云业务，积极

整合公司有成本优势的商品，进行供应链输出服务，销售规模增长较快并预期会持续增长，同时保持

合理利润水平。 

零售云、易采云、社交云是公司结合自身核心能力开展的能够保持盈利的、可持续扩大规模的增

量业务。 

第四，公司对于家乐福快消业务在2021年进行了多方面规划与试点。客观来看，电商和社区团购

的快速发展对传统大卖场业务形成了持续冲击，而家乐福必须从店面商品组合、购物体验、电商运营

方面要进行深刻转变和能力提升，才能在竞争中实现差异化、形成目标用户群体的购买习惯，重新走

上发展轨道。家乐福到家业务运营提升、下沉市场零售云模式拓展、会员店模型建设、政府企业采购

市场开拓，是家乐福结合自身采购能力的扩大规模的一些主要路径，而结合目标用户群体进行店面模

型的优化，消费体验的差异化是重点研究、探索的方向。虽然短期面临困难，但家乐福快消业务对于

苏宁易购在家电3C核心业务巩固夯实的基础上，是公司拓展全品类供应链、提升整体用户运营效率、

优化高频低频业务组合、完善苏宁易购线上购物体验的一个重要战略业务单元。 

最后，公司在物流、服务方面进一步明确独立业务集团的定位，在停止天天快递小件业务之后，

公司围绕着大中件家电家装业务，建设仓配一体化、送装一体化的特点能力，在服务好苏宁易购平台

用户的基础上，积极为上游品牌厂家、菜鸟等客户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仓储、配送和售后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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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率是苏宁易购下一步提升市场地位、扩大市场规模和创造企业价值的重中之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千元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38,904,337 252,295,666 -44.94% 269,228,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264,609 -4,274,696 -912.11% 9,842,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4,668,520 -6,806,848 -556.23% -5,710,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30,227 -1,621,846 -296.48% -17,864,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65  -0.46  -910.87% 1.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65  -0.46  -910.87% 1.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42% -5.08% -74.34% 11.77%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70,738,086 212,075,200 -19.49% 236,855,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098,060 76,857,447 -58.24% 87,921,915 

 

注：1、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填列。依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每股收益》，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扣减了实施股份回购减少的股份

数 185,488,452 股。 

2、报告期公司计提减值准备、投资损失、递延所得税转回等因素影响，合计减少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02 亿元，若不考虑前述因素的影响，公司 2021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亏损 85.63 亿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4,005,268 39,600,392 21,968,102 23,330,575 

总费用 9,022,922 8,191,288 7,320,372 5,070,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6,171 -3,908,158 -4,116,177 -35,696,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38,114 -4,085,532 -4,191,821 -35,453,0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8,109 990,368 -5,914,086 -1,974,618 

注：总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 

2021 年在多重综合因素之下，公司经营出现较大波折。年初公司即明确要聚焦零售主赛道，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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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亏损业务，以效率效益为发展和管理原则。二季度开始，公司受流动性影响压力明显显现，采购

结算资金支付发生困难，商品库存规模急剧下降至历史低谷，经营出现停滞。7 月份，在江苏、南京

省市政府的支持下，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董事会结构，确定了“做好零售服务商、做强供应链、

做优经营质量”的经营方向。总的来看，2021 年全年围绕的主线首先是降本提效，公司总费用水平从

一季度的 90.2 亿逐季下降，四季度加速调整至 50.7 亿。公司在聚焦家电 3C 核心业务、重点提升忠实

用户经营价值、顺势培育新兴业务的指导原则之下，关闭调整天天快递小件业务、红孩子线下店以及

部分亏损的家电 3C 门店；优化调整苏宁易购主站、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的经营策略；加大坪效较低

的店面、仓储的降租、转租、招商力度；通过提升研发效率、组织效率以及考核效率，大力精简组织

冗员和提高人效。全年总费用水平较 2020 年下降 14.35%，四季度费用优化效果进一步体现，环比下

降 30.73%、同比下降 16.36%。考虑到报告期内公司实施新租赁准则带来的影响以及公司资金状况带

来的利息支出，财务费用较 2020 年增加了 16.57 亿；若不考虑财务费用，公司三项费用（销售、管理、

研发费用）较 2020 年下降 20.30%，四季度较 2020 年下降 34.53%。 

另一方面，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自身运营情况的变化，公司基于审慎原则对相关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确认投资损失，合计减少公司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9.48 亿元（其

中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 4.43 亿元已经在前三季度中体现）；2021 年 6 月以来，公司由于流动性持续不

足的问题，商品库存严重不足，销售和采购规模同时大幅下降，导致采购成本提高对应经营利润大幅

下降；同时，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公司以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

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结合外部环境以及公司自身运营情况变化，部分子公司

业务经营策略有所调整，导致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的应纳税所得额下降，相应转

回递延所得税资产，前述事项预计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54 亿元。前述合计减少了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02 亿元，扣除上述影响，公司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亏损 85.63 亿元。 

基于以上综合因素影响，公司 2021 年经营业绩承受了巨大压力，对公司的资产水平、利润水平

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司管理层正视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在三、四季度更加坚定的开展增收、降本、盘

活资产的各项工作，更加务实的制定各项工作的策略和目标。整体团队也进一步的统一思想，聚焦和

有效的开展经营管理。总的来看，经营在有序恢复。四季度各项有价值贡献的收入逐步稳定，环比商

品销售规模提升 24.73%，其中利润贡献权重最大的家电 3C 门店可比门店销售收入环比增长 21.91%，

零售云业务实现单季度 GMV 规模同比增长 27%。总费用水平如前所述环比下降 30.73%、同比下降

16.36%。扣除年度特别计提的相关资产减值准备、投资损失、递延所得税等因素的影响，四季度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14.37 亿元，环比大幅减亏。 

同时为了更直观的评价公司营运状况恢复的情况，在不考虑非经营性现金流相关的因素1影响下，

                                                                 
1
非经营性现金流因素主要包括资产减值损失以及公允价值变动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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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财务部门统计，公司 11 月的月度 EBITDA
2
 0.8 亿元，单月转正、且 12 月份持续为正，四季度

EBITDA 为-0.9 亿元，营运现金流和经营效益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92,685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84,63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淘宝（中国）

软件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99% 1,861,076,927    

张近东 
境内自然

人 
17.62% 1,640,181,431 1,640,181,431 

冻结 540,181,430 

质押 1,100,000,000 

江苏新新零售

创新基金二期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96% 1,578,696,146    

江苏新新零售

创新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59% 520,000,000    

李松强 
境内自然

人 
3.02% 281,526,374    

苏宁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3% 254,411,429 

61,056,374 

 
质押 254,411,429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1% 196,666,076    

苏宁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9% 129,448,134  

质押 129,448,134 

冻结 129,448,134 

金明 
境内自然

人 
1.34% 125,001,165  质押 120,000,000 

陈金凤 
境内自然

人 
0.78% 73,039,097  质押 65,649,9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近东先生与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张

近东先生持有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50%股权。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公司前十名主要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李松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8,643,061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42,883,313 股。 

                                                                 
2
月度 EBITDA 是在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基础上剔除非经营性现金流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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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万

元） 

利率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18 苏宁 03 112721 
2018 年 06

月 15 日 

2023 年 06 月 15

日 
705.9 5.75%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六期) 

18 苏宁 07 112800 
2018 年 11

月 16 日 

2023 年 11 月 16

日 
2,636.5 4.90%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 苏宁易购
MTN001 

102000322 2020年3月

11 日、3 月

12 日 

2023 年 3 月 13

日 

50,000 

5.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

情况 

1、18 苏宁 03 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支付 2020 年 6 月 15 日至 2021 年

6 月 14 日期间的利息；18 苏宁 03 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及利息已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支付。 

2、18 苏宁 07 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支付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期间的利息；18 苏宁 07 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及利息已

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支付。 

张近东 

苏宁电器集团有

限公司 

苏宁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南京润贤企业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淘宝（中国）

软件有限公

司 

江苏新新

零售创新

基金二期

（有限合

伙） 

江苏新新

零售创新

基金（有限

合伙）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9% 16.96% 5.59% 

1.39% 2.73% 17.62% 

50% 

51% 

1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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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苏宁易购 MTN001 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支付 2020 年 3 月 13 日

至 2021 年 3 月 12 日期间的利息。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1 年 2 月 10 日，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出具了《中诚信国际关于将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的公告》。中诚信国际决定将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

为负面，维持其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维持“18 苏宁 03”、“18 苏宁 07”的信用等级为 AAA。 

2021 年 9 月 23 日，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出具了《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第六期）跟踪评级报告（2021）》。中诚信国际将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

信用等级由 AAA 调降至 AA+；将 “18 苏宁 03”、“18 苏宁 07”的债项信用等级由 AAA 调降至 AA+，

并将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0.68 0.86 -0.18 

资产负债率 81.83% 63.77% 18.06% 

速动比率 0.54 0.62 -0.0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千元） 
-44,668,520 -6,806,848 -556.2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13 -0.01 -1.12 

利息保障倍数 -25.64 -2.15 -23.49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04 0.65 -3.69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1.31 -0.37 -20.94 

贷款偿还率 1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00% - 

三、重要事项 

2021 年公司遇到了较大的流动性压力，在江苏省、南京市党委政府、战略股东的支持下，正在逐

步恢复各项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疫情的反复，行业的快速变化及激烈竞争使得企业的经

营提升面临较多的外部不确定性，加之企业内部运营资金仍不足，应付款超期较多，面临较大的偿付

压力。公司董事会积极采取各项举措，增加资金回笼，增强流动性，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1、银行授信方面，在江苏省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公司联合授信委员会运作良性，未出现因

为 2021 年业绩亏损及 2021 年年内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被合作银行要求提前还款或者宣布违约等情形，

自联合授信委员会成立日起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存量信贷保持稳定，且取得了约 105 亿元的增量融

资额度。2022 年，公司进一步深化苏宁易购联合授信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一方面加强与银行的积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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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建立长期合作业务关系，保障存量的稳定；另一方面，随着公司经营业绩的逐步改善，在联信委

的积极协调下获得更多的增量授信，更好的保障企业的稳健经营。 

2、经营方面，公司将继续严控各项经营开支，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支持业务发展以改善经营活动

现金流。 

公司将继续深耕家电市场，充分发挥物流、售后服务优势，持续优化用户体验，加快下沉市场的

发展，巩固企业在家电行业的地位；加快零售云业务发展，加大对中小企业、上游品牌制造商的扶持

力度，构建产业互联网生态，寻求业务增长点。 

3、积极推动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合作恢复及应付款项的解决，公司积极沟通供应商及其他债

权人对应付账款的偿付安排，采取包括与核心品牌商开展创新合作模式，提出分期还款安排并达成协

商一致等多项措施，在维护和相关方良好持续合作关系及业务稳健运营的基础上，平稳解决应付款项

的支付安排，减轻对公司运营资金及流动性的压力。 

4、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及融资方式，一方面公司加快存量资产，尤其部分土地储备及权益性投资、

持有的物流地产项目的盘活；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公司内部优质业务引进战略投资，不仅增强该业务

的资金实力，更能带动公司整体的业务增长。前述资产盘活及资本引资安排将能有效地增加公司的现

金流入。 

5、积极争取战略股东、产业投资人的支持，加强在商品、物流、电商运营等方面的合作，深化

战略合作关系，将有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改善经营现金流状况。 

董事会将与公司管理层保持沟通，推动公司采取各项措施，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努力消除审

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峻 

2022 年 4 月 30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1）债券基本信息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三、重要事项

